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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欧盟18日
开始采取对其以外人员入境实施旅行
限制等多项措施。欧洲地区当日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继续增加，多国进一步
升级防控措施，“震中”疫情仍然严峻。

世卫组织此前已宣布欧洲目前已
成为疫情“震中”。截至布鲁塞尔时间
18日23时，较前一日欧洲新增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14453例，累计92099
例，新增病亡751例，累计病亡4190
例，新增确诊病例和新增病亡病例均
创单日最高。

疫情最严重的仍是意大利，截至
布鲁塞尔时间18日23时该国新增确
诊病例4270例，德国新增2756例，西
班牙新增2941例，法国新增1404例，
英国新增676例，比利时新增243例，
均创新增确诊病例单日最高。

同日，葡萄牙和北马其顿宣布全国
进入紧急状态；北欧重疫国瑞典宣布动
用军队建立方舱医院；塞浦路斯和马耳
他宣布禁止所有国家航班入境；奥地利

宣布推出380亿欧元的抗疫和经济援
助计划；波兰启动约470亿欧元的经济
刺激计划；英国宣布所有学校停课；克
罗地亚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目前已有捷克、匈牙利、波兰、罗
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斯洛伐

克、波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摩尔多
瓦、北马其顿12个中东欧国家宣布进
入紧急状态；意、法、西等国纷纷“封
城”“断航”，疫情防控升至“最高级”。
然而，所有这些严厉防控措施仍未能
扭转欧洲疫情汹涌蔓延的趋势。

欧洲公共卫生专家表示，欧洲各国
新增确诊病例持续增高的主要原因是
检测滞后，欧盟及各成员国实施的抗疫
措施何时解除还要视疫情发展而定。

德国总理默克尔18日晚发表电
视讲话说，新冠肺炎疫情是德国自二

战以来遭遇的最大挑战。她呼吁民众
严格遵守政府出台的限制性措施。

默克尔说，由于至今没有特效疗法
或疫苗，政府能做的只有放缓病毒传播
的速度，为研发药物和疫苗争取时间。

意大利高等卫生研究院院长布鲁
萨费罗说，意大利医学机构仍在评估
目前所采取隔离措施的效果。

18日是奥地利全国进入“应急运
行模式”的第三天。奥地利总理库尔
茨当天对媒体表示，严格防疫措施已
产生效果，减少了民众相互接触，但要
达到延缓疫情发展速度的目标，仍需
要全体国民坚持不懈。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
迈克尔·瑞安表示，基于欧洲各国国
情，较为平衡的策略是在全社会范围
减少社交活动、增加人们之间的物理
距离以及号召人们自行隔离，同时将
确诊和疑似病例与其他人隔离，两相
结合就能有效抑制病毒传播。

（新华社索非亚3月19日电）

欧盟开始对域外人员入境实施旅行限制，“封欧”首日疫情仍肆虐

德国总理惊呼：这是二战以来最大挑战

确诊病例近万 股市接连熔断

美国遇到大麻烦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

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
时间18日22时（北京时间19日10
时），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
9077例，死亡145例。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纽约股市
三大股指18日早盘大幅低开，午间
跌幅扩大并再度触发熔断机制，为纽
约股市本月第四次熔断。分析人士
认为，疫情暴发以来，尽管美国政府
试图从外防输入、内遏蔓延、经济托
底三个方面采取措施应对，然而持续
肺炎疫情以及接连股市熔断让人不
得不对这些措施的有效性产生疑问。

多项措施应对疫情

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美国总统
特朗普18日宣布，将依据联邦法规，
短时间内把试图从墨西哥进入美国
的非法移民和寻求庇护人员“请出”
美国。同日，他还表示将暂时限制美
国与加拿大边境“非必要旅行”。

美国政府自13日起就暂停与欧

洲申根区 26个成员国之间旅行往
来，为期30天。

18日，特朗普动用1950年《国防
工业生产法》赋权联邦政府必要时强
制要求私营企业生产或提供服务以
应对疫情。此外，他还签署大约
1000亿美元紧急支出法案，法案内
容包括向民众提供免费病毒检测、允
许带薪病假。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正在
考虑动用总统行政命令，暂时大幅放
宽试验药物和疗法的临床试验审批
标准，以求更快找到治疗新冠肺炎的
方法。按照白宫方面的设想，任何研
发的新药物或细胞疗法，只要能够提
供证明其安全性的证据，就可以获准
开展针对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一期
临床试验。

为缓解市场担忧，美国联邦储备
委员会15日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
目标区间下调 1个百分点到0%至
0.25%之间，并启动量化宽松计划，在
未来数月分别购入约5000亿美元美
国国债和20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

证券。这是美联储继本月3日紧急
降息50个基点后再次降息，然而当
天美国股市仍大幅下挫。

政策并未起到预期效果

美国在疫情暴发之初也保持
警觉，但是特朗普政府着重旅行管
控，隔离和预防手段在早期运用得
非常有限，出台政策并未起到预期
效果。

事实上，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
心疫情响应早于许多国家。1月20
日，疾控中心便用自行研发试剂盒成
功检测出第一例由武汉入境华盛顿
州的输入型病例。然而，由于试剂盒
出现故障，加之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
局检测标准严苛，且排斥他国产试剂
盒，直到本月11日，疾控中心每天检
测能力仅为300至350个样本。

至于白宫放宽试验药物审批标
准的想法，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专家
表示强烈反对，理由是这种做法可能
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风险。按照《华

尔街日报》的说法，围绕抗新冠病毒
药物研发程序，白宫与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爆发近年来最严重冲突。

在经济托底方面，美联储过快消
耗政策弹药反而加剧市场担忧，引起
投资者对经济衰退的恐慌。过快降
息对市场而言既是眼前“惊喜”，更是
远期“惊吓”。

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全球市
场战略专家前川将吾直言，美股再次
熔断，就是因为市场看透降息无法阻
止疫情扩散的事实。

面对日益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
美国政府靠“甩锅”、搞歧视无济于
事，当务之急是要正视危机、携手合
作，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与福祉。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
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
时间18日22时（北京时间19日10
时），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
9077例，死亡145例。与9小时前数
据相比，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增
加近2000例，死亡病例增30例。

（据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图为3月18日在法国巴黎拍摄的卢浮宫。 新华社记者 高静 摄

● 截至18日18时，意大利累
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升至 35713
例，累计死亡病例增至2978例，另
有4025人治愈。

●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
研究所19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当天德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增
至 10999 例，较前一日增加 2801
例，累计死亡病例20例。

● 据西班牙卫生部19日公布
的最新数据，该国当天新增3431例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
为17147例，死亡767人，重症患者
939人，累计治愈出院1107人。

● 法国卫生总署署长萨洛蒙
18日说，法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9134例，死亡病例264例。

● 伊朗卫生部19日宣布，截至当
天中午，伊朗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046例，累计确诊病例达到18407例，
其中1284例死亡，累计治愈5979例。

● 当地时间18日0时至19日0
时，韩国新增15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新增死亡7例，新增治愈407例。新增
确诊病例数在连续4天低于100例后，
出现了小幅反弹。截至19日0时，韩
国累计确诊病例8565例、死亡91例、
治愈1947例。 （据新华社电）

数说疫情

世卫组织：

不应把新冠病毒
同特定种族相联系

据新华社日内瓦3月18日电（记者刘曲）世
界卫生组织18日说，应避免将新冠病毒称为“中
国病毒”，这不利于团结合作共同抗击疫情。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
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病毒没有国界，它影响
的对象也不分种族、肤色、财富多少，所以应避免
将病毒与某些人联系起来。

瑞安说：“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大流
行起源于北美，我们没有称它为‘北美流感’。所
以涉及其他病毒时，我们采用同样的命名方法是
非常重要的。”世卫组织呼吁所有人避免将病毒同
某个地域联系起来。

美国会两名众议员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据新华社华盛顿 3月 18日电 （记者孙丁
徐剑梅）美国国会众议员马里奥·迪亚兹-巴拉特
和本·麦克亚当斯18日先后宣布自己的新冠病毒
检测结果呈阳性。

迪亚兹-巴拉特是首个宣布新冠病毒检测结
果呈阳性的美国国会议员。他在社交媒体说，他
上周末出现发热、头痛等症状，18日被告知新冠
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迪亚兹-巴拉特在
其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公寓中隔离。

麦克亚当斯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
他出现轻症后自我隔离，病情加重后接受新冠病
毒检测，18日得知检测结果呈阳性。

巴西参议长及两名部长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3月18日电（记者陈
威华 赵焱）巴西官方18日宣布，巴西参议长阿尔
科伦布雷以及总统府机构安全办公室部长级主任
埃莱诺、矿产和能源部长阿尔布开克被确诊感染
新冠病毒，目前三人均已居家隔离。

巴西参议院新闻办公室表示，阿尔科伦布雷
日前接受第一次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17日晚间
进行的第二次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阿尔科伦
布雷正居家隔离，症状轻微。”

巴西总统府18日宣布，72岁的埃莱诺上周做
的第一次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17日做的第二次
检测结果呈阳性。此外，矿产和能源部长阿尔布开
克也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目前两人已居家隔离，
巴西总统府取消了原定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

广告

清算公告
以下企业因营业执照被吊销，经海口市琼山区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局批准，现决定依法组成国有企业清算组进行清算。以下企业的
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申
报债权的，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以下企业的债务人应当自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逾期清偿的，清算组将采取
进一步的法律行动：

琼山市外事服务中心，注册号20142641-1；琼山市经济建设总
公司，注册号4600041001323；海口市琼山区政府招待所，注册号
460100000074756；琼山市建委招待所，注册号4600041001442；
海口琼铁建材公司，注册号4601001076219；琼山市商业发展总公
司，注册号4600041001246；琼山市装璜物资供应公司，注册号
4600041000570；琼山市商业贸易中心，注册号20142221-1；海口
开建经贸公司，注册号460100000090107；琼山市乡镇企业建材
开发公司，注册号20142320-2；琼山市侨汇外资物资供应公司，注
册 号 20142274- 4；海 口 市 琼 山 区 工 业 供 销 公 司 ，注 册 号
460100000009138。

清算组联系人：李丽，电话：13907543925、0898-68533919，地
址：海口市龙华路17号财盛大厦22楼。

海口市琼山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国有企业清算组
2020年3月20日

公示
债权人（海南中泰创展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与债务人（毛

鸿杰、傅思婕）于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我处申办了《小额贷
款合同》、《小额贷款业务房地产抵押合同》公证【公证书编号：
（2018）椰城证字第2532号】。合同中双方约定债务人（毛鸿杰、
傅思婕）应在二○一九年五月二日止向债权人（海南中泰创展小
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偿还欠款本金人民币叁佰伍拾万元
(￥：3,500,000.00元)，现截止二○二○年三月一日债务人尚欠
本息人民币叁佰捌拾贰万贰仟玖佰陆拾柒元（￥：3,822,967.00
元），债务人未能按合同中约定偿还上述债务，现债权人向我处申
办强制执行公证。如有利害关系人对上述公证事项有异议，请在
公示之日起七日内向我处提出书面意见。

海南省海口市椰城公证处
二○二○年三月十二日

公示
债权人（海南中泰创展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与债务人（刘

英、毛阿兴）于二○一八年五月三日在我处申办了《小额贷款合
同》、《小额贷款业务房地产抵押合同》公证【公证书编号：（2018）
椰城证字第1953号】。合同中双方约定债务人（刘英、毛阿兴）应
在二○一九年五月二日止向债权人（海南中泰创展小额贷款有限
责任公司）偿还欠款本金人民币叁佰万元(￥：3,000,000.00元)，
现截止二○二○年三月一日债务人尚欠本息人民币叁佰贰拾捌
万陆仟柒佰元（￥：3,286,700.00元），债务人未能按合同中约定
偿还上述债务，现债权人向我处申办强制执行公证。如有利害关
系人对上述公证事项有异议，请在公示之日起七日内向我处提出
书面意见。

海南省海口市椰城公证处
二○二○年三月十二日

海南日报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招聘启事
海南日报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主要业务为股权投资，兼营文化类项目。因公司业务
发展需要，现向社会诚招优秀人才，具体如下：

一、招聘岗位：投资主管1名
二、任职要求：1.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35周岁以下，男

性。2.需法律、金融、财会类相关专业毕业，具有三年及以上相关工
作经验，或具有投资项目、财务管理等相关工作经验者。3.对证券
市场、财务管理、资本运作等有较深入了解。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或
持有注册会计师资格或高级会计师职称者优先。4.遵纪守法，品行
端正，诚信待人。身体健康，能适应随时出差工作。5.工作细致，责
任心强，有一定的沟通协调能力，做事积极主动，吃苦耐劳，有团队
协作精神。熟练操作office等计算机应用软件，熟悉OA系统的使
用，有一定的写作水平。

三、薪资福利：1.月薪：面谈。2.福利：五险一金、节假日福利等。
四、报名时间及方式：1.报名时间：见报日起至3月31日。2.报名

资料：个人简历（附上个人照片）+身份证扫描件+毕业证书及相关
证书扫描件。3.报名方式：将报名资料发至邮箱2236912116@qq.
com,文件命名及邮件主题为“个人名字+应聘”。4.联系人：李老师
联系方式：0898-66810651

文昌市华侨农场保障房55套商铺公开挂牌

分别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3HN0025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文昌市潭牛镇华侨大道
南侧、华侨农场办公楼东侧，文昌市华侨农场保障房55套商铺，
商铺建筑面积从 54.53m2 至 234.66m2 不等，挂牌价格单套为
289,555.00元至1,330,523.00元不等。公告期：2020年3月20
日至2020年 4月 20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
hncq.cn）、E交易网（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zw.hainan.gov.cn/ggzy）查询。

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
交易所，电话：66558026（郭先生）、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3月20日

商铺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1HN0010-1

受委托，按现状对位于文昌市清澜北二环路东侧2011年
公租房1号楼12间商业铺面进行公开整体招租，招租面积：
2111.37㎡，租期5年，挂牌底价为456058元/首年。公告期：
2020年3月20日-2020年4月2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
易网（www.hncq.cn）、E交易网（www.ejy365.com）、海南省
公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
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
楼)，电话：66558026郭先生、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3月20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3HN0026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琼AKQ987 东风日产牌
EQ7250AC小型轿车，挂牌价格为58000元。公告期：2020年
3月20日至2020年4月2日，车辆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
（http://www.hncq.cn）、E 交 易 网（http://www.ejy365.
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
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
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34黄小姐、66558023李女
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李
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3月20日

海口海事法院公告
（2020）琼72民催1号

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浙江浙农爱普贸易有
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编号为EGLV588900069517的
三套正本海运提单，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
向本院申报权利。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浙
江浙农爱普贸易有限公司持有的编号为EGLV588900069517的三
套正本海运提单无效，该提单载明：船名航次为UNI-ASSURE
0374-517W,承运人为长荣海运新加坡公司，托运人为以色列化工
集团肥料与化学公司（FERTILIZERS&CHEMICALS LTD）,收货
人为凭指令（TO ORDER）,通知人为浙江浙农爱普贸易有限公司，
装货港为以色列海法（HAIFA）港，卸货港为海口港，货物品名为复
合肥，重量为123000. 000千克。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浙
江浙农爱普贸易有限公司有权向承运人、承运人的代理人或者货物
保管人请求提取货物。特此公告

海口海事法院 二○二○年三月十九日

关于召开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各位股东：

我司将于2020年3月31日（周二）上午9:00，在滨海大

道37号海银大厦11楼会议室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根

据本行《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新增《关于审议重大

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其他无变化。

有关本次会议的股东出席要求、会议投票方式等会议材

料已上传至本行公共信息披露邮箱：hnb1061@163.com（邮

箱密码000601），会议详细文本股东可联系本行工作人员获

取。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66516237，18689537052。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19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2020）琼01破2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海南小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9年
11月12日裁定受理海南小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0年1月13日指定国浩律师（海南）事务所为海南小二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管理人。海南小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0年
6月16日前，向海南小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海南
省海口市滨海大道121-8号信恒大厦1层；联系人：刘成良；联系电
话：13518075427；邮箱：xiaoerwangluopcqs@163.com)申报债
权。申报债权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海南小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海南小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本院定于2020年7月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三法庭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特此公告

二○二○年三月十六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海资规[2020]2483号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和《海南省关于加

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实施办法》有关规定、《海口市人民政府关
于延长<关于解决办理房地产证历史遗留问题的若干意见>有效
期的决定》（海府[2012]106号），我局已将海南环基房地产开发公
司持有的琼山国用（府城）字第0120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项
下33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确权给海南依必朗旅业有限公司，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和《土地登记办法》的有
关规定，现决定注销琼山国用（府城）字第01204号《国有土地使
用权证》项下33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登记。特此通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17日

摩纳哥公国元首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摩纳哥公国元首阿尔贝二世亲王办公室19
日发表声明，确认阿尔贝二世亲王新冠病毒检测
呈阳性。 (据新华社电)


